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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卡尼汀温敏原位凝胶的制备及质量评价
黄平情, 高利利, 于颖超, 王奕博, 吴慧敏, 陈功森, 倪

健*, 曲昌海*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本文以左卡尼汀为模型药物, 制备了一种用于治疗初发型干眼病的新型制剂-左卡尼汀温敏原位凝胶。
以泊洛沙姆 407 和泊洛沙姆 188 为凝胶基质, 透明质酸钠和羧甲基纤维素钠为生物黏附性材料, 采用转子法测定胶
凝温度, 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化处方; 并对最优处方的 pH 值、
黏度值及胶凝温度等进行测定, 透析膜透过法考察制
剂体外释放, 裂隙灯显微镜观察制剂在兔眼表的滞留性。结果表明, 原位凝胶的最优处方中, 泊洛沙姆 407 和泊洛
沙姆 188 用量分别为 20.81% 和 3.46%, 透明质酸钠为 0.02%, 羧甲基纤维素钠为 0.10%; 室温下 pH 值为 6.90 ± 0.06,
黏度在 27 ℃开始发生突跃, 泪液稀释前后的胶凝温度分别为 (26.37 ± 0.06) ℃和 (33.57 ± 0.21) ℃; 体外单位面积释
放速率在前 240 min 内低于溶液剂 (P<0.05), 600 min 时累积释放度可达 80% 以上; 原位凝胶制剂滴眼给药后, 在家
兔眼表的滞留时间为 25 min 左右, 约为溶液剂的 5 倍。动物实验按照国际动物实验指导原则进行并获得北京中医
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伦理学委员会批准。本文所制得的左卡尼汀温敏原位凝胶性状良好, 具有缓释特性并显著提
高了药物在家兔眼表的滞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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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levocarnitin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HUANG Ping-qing, GAO Li-li, YU Ying-chao, WANG Yi-bo, WU Hui-min,
CHEN Gong-sen, NI Jian*, QU Chang-hai*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ew type of preparation for treatment of initial dry eye diseas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was prepared using levocarnitine as a model drug. Poloxamer 407 and poloxamer 188 were used as
the gel matrix, and sodium hyaluronate and sodium carboxymethylcellulose were used as bioadhesive materials.
Gelation temperature was determined by a rotor method and the prescription was optimized by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The pH value, viscosity value and gelation temperature of the optimal
prescription were measured. The release of the drug in vitro was examined by dialysis membrane permeation, and
retention time of th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preparation on the rabbit's ocular surface was observed by a slit
lamp microscop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osage of the poloxamer 407 and poloxamer 188 were 20.81% and
3.46%, respectively, and sodium hyaluronate was 0.02%, sodium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was 0.10% of the optimal
formulation of levocarnitin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The pH value was 6.90 ± 0.06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the
viscosity value started to rise sharply at 27 ℃ of the optimal formulation. The gelation temperature of the optimal
preparation before and after dilution by simulated tear fluid were (26.37 ± 0.06) ℃ and (33.57 ± 0.21) ℃, re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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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ly. In the first 240 min, in vitro release rate per unit area of levocarnitin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olution (P<0.05), and after 600 min, the cumulative release rate of levocarnitin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could reach more than 80%. The retention time of th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preparation on rabbit's
ocular surface reached about 25 min, at least 5 times as much as that of the solution. The animal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ollowing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and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the Experimental Animal Center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levocarnitin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showed good characteristics and sustained release property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retention time of the drug on the rabbit's ocular surface.
Key words: levocarnitine; in situ gel; dry eye disease; hyperosmosis; ocular surface retention

左卡尼汀 (levocarnitine, LC) 是一类广泛存在于

有亲水性三维网络结构、含水量高和生物相容性好;

自然界尤其是动物体内的内源性成分, 其主要功能是

② 与黏膜组织亲和力强、
滞留时间长; ③ 经调控可实

促进脂类代谢, 目前上市的剂型有注射液和口服液, 用

现药用活性成分不同的释放效果。眼用温敏原位凝胶

于治疗慢性肾衰患者因长期血液透析等原因而导致的

在室温下为溶液状态, 便于滴眼给药, 给药后因温度

LC 缺乏症。近年来, LC 的一些新的药理活性研究逐

升高迅速在眼表发生相转变形成水凝胶, 可延长药物

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有研究表明, LC 可减少抗氧化酶

角膜前滞留时间, 有利于药物的释放和吸收。故在本

的下降和抑制活性氧的产生, 保护人角膜上皮细胞免

研究中, 作者选择温敏型原位凝胶作为 LC 的递送系

受高渗性氧化损伤 ; 抑制高渗应激下人角膜上皮细

统 , 采 用 泊 洛 沙 姆 407 (Poloxamer 407, P407) 和 泊 洛

胞的炎症反应, 减少干眼病 (dry eye disease, DED) 初

沙姆 188 (Poloxamer 188, P188) 作为凝胶基质, 加入透

发性炎症[2]。Huo[3] 自制了 LC 滴眼液, 通过一系列实

明质酸钠 (sodium hyaluronate, HA-Na) 与羧甲基纤维

验证实该滴眼液对高渗诱导的 DED 模型小鼠的眼表

素 钠 (sodium carboxymethylcellulose, CMC - Na) 等 具

具 有 保 护 作 用 。 2017 年 , 国 际 干 眼 指 南 将 LC 列 为

有保湿增黏效果的辅料, 构建左卡尼汀温敏原位凝胶

DED 高渗保护的第一推荐用药 , 指出其对 DED 的渗

(levocarnitin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LCTISG), 采

透保护效应取决于药物摄取量及保留时间。

用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化处方, 并对最优处方进行一

[1]

[4]

近年来, 随着视频显示终端的普遍应用及使用时

系列质量评价。

间延长, DED 发病率呈上升及年轻化趋势 , 若不及时
[5]

对该疾病进行干预可能导致 DED 病理性恶性循环[6],

材料与方法

继发眼部其他疾病, 甚至失明 。目前, 人工泪液是治

仪器

[7]

ZNCL-S-5D 多点智能磁力搅拌器 (河南爱

疗 DED 的主要手段 , 但这种疗法仅能暂时性地缓解

博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Mars40 型旋转流变仪 (德国

[8]

DED 症 状 , 并 未 针 对 病 因 进 行 治 疗 , 再 加 上 患 者 对

Haake 公司); ZORBAX SB-C18 色谱柱 (美国安捷伦科

DED 初发阶段不重视, 导致其症状逐步发展和恶化。

技有限公司); Ultimate 30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赛

有研究表明, 高渗是 DED 发生及发展过程中的核心机

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 Y0508 型角膜用垂直式扩散

制 , 是诱发角膜炎症和进一步损伤的主要因素之一。

TK-12D 型透皮扩散试验仪 (上海锴凯
池 (口径 8 mm)、

在 DED 的初发阶段, LC 等渗透保护剂的及时滴眼使

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透析膜 (美国 VisKase 公司, 截留

用, 可减轻高渗应激下的角膜损伤及炎症, 抑制 DED

分 子 量 3 500); BQ 裂 隙 灯 显 微 镜 ( 瑞 士 Haag Streit

进一步发展, 并纠正局部高渗的眼表微环境, 对眼表具

集团)。

[9]

有良好的保护和治疗作用。但由于泪液稀释、鼻泪管

试剂

P407 ( 批 号 : WPAK592B)、P188 ( 批 号 :

引流等原因, 普通滴眼液给药后 6 min 内即迅速消除,

WPAK539B) (德国 BASF 公司); HA-Na (萨恩化学技术

。针对这一问题, 需要设计一种

有限公司, 批号: CE040040); CMC-Na (上海申光食品化

具有生物相容性良好、眼表滞留时间较长并适合于眼

学品有限公司, 批号: 20170724); LC 原料药 (东北制药

药物生物利用度低

[10]

部给药的新型递药系统, 包载 LC 用于眼部给药, 以期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0171302002); LC 对照品 (成

实现其对 DED 的早期干预和治疗。

都普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号: PS2203-0250MG); 氯

原位凝胶作为一种新剂型, 广泛用于缓控释及脉

化钠 (批号: 20180828)、
氯化钾 (批号: 20180518)、
碳酸

, 与传统

氢钠 (批号: 20170918) (北京化工厂); 二水氯化钙 (天

的滴眼液相比, 原位凝胶具有如下特点及优势: ① 具

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批号: 20170726); 荧光素

冲释放等给药系统, 且具有多种靶向作用

[11]

黄平情等: 左卡尼汀温敏原位凝胶的制备及质量评价

· 1117 ·

钠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号: S19S8J44070);

沸并放冷至室温 (25 ± 2) ℃的纯化水, 搅拌均匀, 室温

实验用水为纯化水。

下测定其 pH 值。

新西兰兔, 雄性, 普通级, 体重 2.3～

制剂黏度测定 控制旋转流变仪 (转子类型: 20 mm

2.5 kg, 北京金牧阳实验动物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平板) 的剪切速率为 1.0 s-1, 升温速率为 1 ℃ · min-1, 测

许可证号: SCXK (京) 2015-0005。动物实验按照国际

定 LCTISG 在 20 ℃～35 ℃内的黏度值, 作黏度-温度

动物实验指导原则进行并获得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动

变化曲线。

实验动物

物中心伦理学委员会批准。
泊洛沙姆溶液的制备

左卡尼汀含量测定方法
采用冷溶法[12]制备泊洛沙

色谱条件

色谱柱: ZORBAX SB-C18 (250 mm×

姆溶液。称取 P407 或/和 P188 适量, 加入一定量的磷

4.6 mm, 5 μm); 流动相: 甲醇-磷酸盐缓冲液 (取磷酸

酸盐缓冲液, 同一方向搅拌至泊洛沙姆颗粒充分分散

10 mL, 加水 1 900 mL, 用 1 mol · L-1 氢氧化钠溶液约

和润湿, 形成较为均匀的混悬液; 将该混悬液置于 4 ℃

l00 mL 调节 pH 值至 2.4, 加庚烷磺酸钠 1.1 g) 为 15∶85;

冰箱中冷藏 24 h, 至形成澄清透明的溶液, 即得。

检测波长: 225 nm; 柱温: 25 ℃; 流速: 1.0 mL ·min-1; 进

胶凝温度的测定

采用搅拌子法[13]测定胶凝温度。

取适量待测溶液置于烧杯中, 加入转子, 调节磁力搅拌
器转速为 100 r · min , 保持水浴以 (0.5～1.0) ℃ · min

样量: 20 μL。
溶液的制备

对照品贮备液的制备: 取 LC 对照

-1

品约 50 mg, 精密称定, 置 50 mL 量瓶中, 加水溶解并稀

的速度持续升温, 记录转子停止转动时的温度, 即为胶

释至刻度, 摇匀, 制成约含 LC 1 mg · mL-1 的溶液, 即

凝温度。泪液稀释前 (即凝胶本身) 的胶凝温度记为

得;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移取对照品贮备液 2.0 mL,

T1, 泪液稀释后 (即凝胶与泪液以 40∶7

置 10 mL 量瓶中, 加释放介质稀释至刻度, 摇匀, 制成

-1

[14]

比例混合) 的

约含 LC 200 μg · mL-1 的溶液, 即得; 供试品溶液的制

胶凝温度记为 T2。
左卡尼汀温敏原位凝胶的制备

称取处方量

备: 精密移取 LCTISG 2 mL (约相当于 LC 20 mg), 置

HA-Na 及 CMC-Na, 加入适量纯化水, 搅拌分散并使之

100 mL 量瓶中, 加释放介质稀释至刻度, 摇匀, 制成约

完 全 溶 胀 ; 加 入 处 方 量 P407 及 P188, 搅 拌 使 分 散 均

含 LC 200 μg · mL-1 的溶液, 4 950 r · min-1 离心 20 min,

匀, 并放入 4 ℃冰箱中冷藏 24 h 以上, 至溶液澄清透明

取上清液, 即得; 阴性样品溶液的制备: 制备不含药空

后, 加入处方量 LC, 补加纯化水至全量, 搅拌均匀, 即

白温敏原位凝胶, 其余按照上述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

得 LCTISG。

制备样品, 即得。释放介质的制备: 称取氯化钠 6.78 g、

模拟泪液的制备

模拟泪液 (simulated tear fluid,

二水氯化钙 0.084 g 和氯化钾 1.38 g, 加纯化水 1 L, 搅

STF) 制 备 方 法 如 下

: 取 碳 酸 氢 钠 2.18 g、氯 化 钠

拌均匀并超声使全部物质溶解, 即得。

[15]

6.78 g、二水氯化钙 0.084 g 和氯化钾 1.38 g, 加纯化水

取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及阴性样品

溶液, 分别按色谱条件进行检测。

1 L, 搅拌均匀并超声使全部物质溶解, 即得。
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化处方

专属性

采用星点设计法,

稳定性

取对照品溶液, 按色谱条件进样, 分别在

选择 P407 浓度 (X1)、
P188 浓度 (X2)、
HA-Na 与 CMC-Na

0、2、4、6、8 和 10 h 进行检测, 记录色谱峰面积, 计算

浓度 (X3) 作为考察因素, 其中固定 HA-Na 与 CMC-Na

RSD 值。

的浓度配比为 1∶5, X3 值表示 1/6 的 HA-Na 与 CMC-Na
浓度之和。根据文献

[16,17]

报道和单因素试验结果确定

X1 、X2 和 X3 范 围 , 考 察 指 标 为 T1 和 T2, 采 用 Design-

精密度

取对照品溶液, 按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

记录色谱峰面积, 计算 RSD 值。
线性范围

精密移取对照品贮备液, 分别制成质

Expert 软件设计试验并对结果进行多元回归拟合。为

量浓度约为 10、100、200、300 和 400 μg · mL-1 系列 LC

达到眼用温敏原位凝胶的保存和使用要求, 将 T1 控制

溶液。上述 LC 溶液分别按色谱条件进行检测, 记录色

在 26 ℃～30 ℃内, T2 控制在 30 ℃～34 ℃内

谱峰面积, 以峰面积对浓度作线性回归, 得回归方程。

[18]

, 得到

优化区域。从优化区域中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处

重复性

平行制备 6 份 LCTISG, 再分别配制 1 份

方, 制备 LCTISG, 测定 T1 及 T2, 并计算偏差: 偏差=(预

供试品溶液, 按色谱条件进行检测, 记录色谱峰面积,

测值-实测值)/预测值×100%, 验证星点设计的可靠性

计算 LC 的平均质量浓度及 RSD 值。

和合理性, 并选择最优处方。
制剂外观观察

在 25 ℃和 34 ℃时观察制备的

回收率

分 别 精 密 移 取 对 照 品 贮 备 液 1.6、2.0

和 2.4 mL, 加入 10 mL 量瓶中(每个浓度点平行制备

LCTISG 外观及流动性。

3 份), 再分别加入空白温敏原位凝胶 200 μL, 加释放介

制剂 pH 值测定

质稀释至刻度, 摇匀, 配制成 80%、100% 和 120% 规格

取 LCTISG 5 mL, 加入 5 mL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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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待测溶液, 4 950 r · min-1 离心 20 min, 取上清液,

眼表滞留时间[20]。

按色谱条件进行检测, 记录色谱峰面积, 计算 LC 平均
加样回收率及 RSD 值。
体外释放度考察

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 xˉ ± s 表示, 两组间数据比较

采用 Student's t 检验, 当 P<0.05 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左卡尼汀溶液剂 (levocarnitine

学意义。

solution, LCS) 的制备: 取 LC 1.00 g, 精密称定, 置于
100 mL 量瓶中, 加 0.9% 氯化钠溶液溶解并稀释至刻

结果

度, 摇匀, 即得。将预处理好的透析袋剪开得到透析膜,

1

固定在角膜扩散池的样品池与接收池之间; 分别加入

1.1

0.2 g LCTISG 和 LCS, 精密称定; 向接收池中加入 34 ℃

左卡尼汀温敏原位凝胶处方优选
单因素试验
P407 是制备温敏原位凝胶的常用基质, 有研究表

的释放介质, 然后将整个装置置于温度为 (34.0 ± 0.5) ℃、

明, 浓度小于 15% (w/v) 的 P407 溶液无法形成凝胶[21],

搅拌子转速为 100 r · min-1 的透皮扩散仪中进行释放;

而浓度高于 30% 在 4 ℃下就会形成凝胶[22]。因此, 通

在 预 定 的 时 间 10、25、40、60、90、120、180、240、360、

过单因素试验, 考察 P407 浓度与胶凝温度的相关性,

480 和 600 min 取接收池中释放介质 1 mL, 并补加等量

并筛选合适的浓度范围进行后续的处方优化。实验中

同温度释放介质, 取出的样品直接过 0.22 μm 微孔滤

制备了浓度分别为 16%、18%、20%、22%、24% 和 26%

膜, HPLC 测定 LC 浓度。计算 LC 累计释放度, 以累积

的 一 系 列 P407 溶 液 , 并 测 定 其 胶 凝 温 度 , 结 果 见 图

释放度对时间作图, 得到药物体外释放曲线, 累积释放

1A。随着 P407 溶液浓度的增大, 胶凝温度降低, 当浓

度 (F) 计算公式如 (1), 其中 Ct 为 t 时刻药物测定浓度,

度>18% 时, 胶凝温度低于 25 ℃, 不利于其制备和使

V0 为接收池释放介质体积, V 为取样体积, Ci 为 t 时刻

用。通常可加入其他辅料如 P188 与之配伍使用, 从而

前药物测定浓度, C0 (w/w) 为制剂中药物浓度, m 为制

提高胶凝温度, 并克服单独使用 P407 时存在的机械强

剂加样量。

度低和生物黏附性差等[23,24] 缺点。在本实验中, 分别

F=

C tV 0 + V ∑C i

(1)

C0 ⋅ m

固定 P407 浓度为 18%、20% 和 22%, 并加入 0%、2%、
4%、6%、8% 和 10% 系列浓度 P188, 进行单因素考察,

对 LCS 和 LCTISG 体 外 释 放 数 据 进 行 几 种 常 用

测定胶凝温度, 结果见图1B。P188溶液在浓度0%～10%

的拟合, 即零级方程: F = Kt; 一级方程:

内, 随着浓度的增大胶凝温度升高。为满足制剂在室温

ln(100-F) = -Kt; Higuchi 方程: F = Kt ; Ritger-Peppas

下为流动性液体 (T1>25 ℃)、在眼部能胶凝 (T2<34 ℃)

方程: lnF = Klnt + C。其中 F 表示 t 时刻的累积释放度,

及辅料使用量低等条件, 采用星点设计优化处方时, 选

K 表示释药常数, t 表示取样时间, C 为释放速率常数。

择 P407 浓度在 16%～22% 内, P188 在 0%～8% 内。

数学模型

[19]

1/2

家兔眼表滞留性实验

荧光素钠温敏原位凝胶的

1.2

生物黏附性材料

制备: 同 LCTISG 的制备方法; 荧光素钠溶液剂的制

滴眼液常用的增黏剂有卡波姆 940、
羧甲基纤维素

备: 同 LCS 的制备方法。取健康家兔, 腹腔注射 10%

(carboxymethylcellulose, CMC)、透 明 质 酸 (hyaluronic

水合氯醛 (3.2 mL · kg ) 麻醉后, 左眼滴入荧光素钠温

acid, HA) 及羟丙甲纤维素等, 其中 HA 被称为理想的

敏原位凝胶 20 μL, 右眼滴入荧光素钠溶液剂 20 μL 作

天然保湿因子, 可稳定泪膜、防止角膜干燥、减轻眼组

为对照; 给药后使兔眼被动闭合 10 s, 开始计时, 在预

织摩擦及缓解 DED[25], 在保湿的同时又是良好的促透

定的时间 1、3、5、10、15、20 和 25 min, 用裂隙灯钴蓝光

剂; CMC 可促进角膜上皮细胞愈合, 用于轻度及中度

观察兔眼角膜表面连续荧光层, 荧光层消失时间即为

DED 的治疗。有研究表明, 与单独给予 CMC 或 HA 相

-1

Figure 1

Gelation temperature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poloxamer solution (n = 3, xˉ ± s). A: Poloxamer 407 (P407) solution; B: P407

and poloxamer 188 (P188) mixe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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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CMC 与 HA 联合给药对小鼠 DED 模型治疗效果更
优

[26]

方程拟合

1.3.2

对实验结果进行多元回归拟合, 拟合方程如下:

。此外, 已上市用于缓解 DED 的透明质酸钠滴眼

T1 = 6.03+3.86X1+4.63X2+133.03X3-0.10X1X2-

液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滴 眼 液 或 CMC 与 HA 联 用 制

9.88X1X3+6.84X2X3-0.15X12-0.22X22+74.15X32

剂, 如 Optive FusionTM, 上述制剂中 HA-Na 和 CMC-Na
常用浓度分别为 0.1% 和 0.5%。因此, 选取 HA-Na 及

(R2 = 0.980 2, CV = 3.35%, P<0.000 1)

CMC-Na 作为生物黏附性材料, 固定 HA-Na 与 CMC-

T2 = 137.67-5.20X1-11.78X2+408.77X3+0.63X1X221.99X1X3-1.41X2X3

Na 的 配 比 为 1∶5, 选 择 HA-Na 浓 度 在 0%～0.1% 内 ,
2

(R = 0.981 9, CV = 2.26%, P<0.000 1)

CMC-Na 在 0%～0.5% 内。

由上述方程可知, 模型拟合优度 (R2) 均良好, 拟

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化处方

1.3

合方程均具有显著性, 可采用该方程对 T1 及 T2 进行

试验设计

1.3.1

采用星点设计试验, 因素及水平见表 1, 试验方案
及结果见表 2。
Table 1

预测。
1.3.3 重叠等高线法进行处方优化
通过 Design-Expert 软件, 采用重叠等高线法对所

Factors and levels of the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X1:

得到的星点设计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根据制剂特

Concentration of P407; X2: Concentration of P188; X3: One-sixth

点来确定各指标的优化目标, 并寻找优化的处方范围。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hyaluronate (HA-Na) add sodium

所得到的优化区域见图 2 黄色区域。

carboxymethylcellulose (CMC-Na)
Factor

-1.682
16.00
0
0

X1/%
X2/%
X3/%

Table 2

-1
17.22
1.62
0.02

Level
0
19.00
4.00
0.05

1
20.78
6.38
0.08

1.682
22.00
8.00
0.10

Scheme and results of the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n = 3,

xˉ ± s). T1: Gelation temperature of the preparation before diluted

by simulated tear fluid (STF); T2: Gelation temperature of the prep‐

aration after diluted by STF; * means didn't gelatinization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able 3

X1/%
20.78
17.22
22.00
19.00
19.00
20.78
17.22
16.00
19.00
20.78
17.22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20.78
17.22

X2/%
1.62
1.62
4.00
4.00
4.00
1.62
6.38
4.00
4.00
6.38
1.62
4.00
0.00
4.00
4.00
4.00
8.00
4.00
6.38
6.38

X3/%
0.08
0.08
0.05
0.05
0.05
0.02
0.08
0.05
0.05
0.08
0.02
0.05
0.05
0.05
0.10
0.00
0.05
0.05
0.02
0.02

T1/℃
20.23 ± 0.06
29.53 ± 0.21
21.40 ± 0.26
29.40 ± 0.17
32.33 ± 0.42
23.23 ± 0.12
39.00 ± 0.10
37.87 ± 0.15
31.37 ± 0.15
26.40 ± 0.17
32.07 ± 0.15
31.60 ± 0.20
22.83 ± 0.15
31.17 ± 0.25
30.93 ± 0.21
31.43 ± 0.15
32.00 ± 0.10
31.50 ± 0.20
29.10 ± 0.20
37.97 ± 0.32

T2/℃
27.43 ± 0.21
*
28.57 ± 0.21
38.63 ± 0.23
*
40.67 ± 0.06
30.43 ± 0.25
*
*
38.43 ± 0.21
33.23 ± 0.12
*
39.13 ± 0.06
*
38.70
38.47 ± 0.15
39.93 ± 0.25
39.57 ± 0.25
38.83 ± 0.06
36.63 ± 0.15

Figure 2 The optimization area of matrix prescription (X3 = 0.05%)

1.3.4

优化处方的验证
从上述优化区域中, 选择 3 个具有代表性的基质

处方, 即基质处方 1: P407 22.41%、P188 5.37%、HA-Na
0.10%、CMC - Na 0.50%; 基 质 处 方 2: P407 20.92%、
P188 3.14%、HA-Na 0.00%、CMC-Na 0.00%; 基质处方
3: P407 20.81%、P188 3.46%、HA-Na 0.02%、CMC-Na
0.10%。 并 按 前 述 方 法 制 备 LCTISG, 测 定 其 T1 和 T2
值。各处方测定结果见表 3。结果表明, 处方 2 及处方 3
的 T1 和 T2 偏差均<5.00%, 上述拟合方程的预测结果较
好。处方 2 及处方 3 能够满足 T1>25 ℃, T2<34 ℃的基
本要求, 因 HA-Na 及 CMC-Na 既可以增加药物的眼部
滞留时间又可以起到 DED 辅助治疗效果, 综合考虑将
处方 3 确定为最优处方。

Prescription verification and deviation (n = 3, xˉ ± s)

Prescription
1
2
3

Predicted value/℃
27.20
26.62
26.56

T1
Observed value/℃
27.67 ± 0.06
26.47 ± 0.15
26.37 ± 0.06

Deviation/%
-1.72
0.58
0.73

Predicted value/℃
32.75
33.39
33.36

T2
Observed value/℃
35.27 ± 0.15
33.57 ± 0.12
33.57 ± 0.21

Deviation/%
-7.68
-0.53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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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卡尼汀温敏原位凝胶质量评价

2.1

外观
本文制备的 LCTISG 在 25 ℃时为可流动的透明

液体, 在 34 ℃时形成了透明的半固体状凝胶, 符合理
想的眼用制剂应透明这一要求。
2.2

pH 值
人体正常泪液的 pH 值为 7.4, 眼睛可耐受的 pH 值

范围为 5.0～9.0, 在 6.0～8.0 内无不舒适感, pH 值过高
或过低将会刺激眼球, 增加泪液分泌量, 导致药物迅速

Figure 4

Specificity chromatogram of levocarnitine (LC). A:

Reference solution; B: Test solution (LCTISG); C: Negative
sample solution

流失, 甚至损伤角膜。LCTISG 的 pH 值为 6.90 ± 0.06

2.4.1.5

(n = 3), 符合眼用制剂 pH 值要求。

9.61 mg · mL , RSD 值 为 1.20%, 表 明 该 方 法 重 复 性

2.3

重复性

制 剂 中 LC 的 平 均 质 量 浓 度 为

-1

溶液黏度

良好。

适当增大滴眼液黏度, 可延长药物眼部滞留时间,

2.4.1.6

回收率

LC 的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100.51%,

减少刺激性, 从而提高疗效。LCTISG 的黏度-温度变

RSD 值为 1.54%, 表明该方法回收率符合要求。

化曲线见图 3, 由图可知, 其黏度在 27 ℃开始发生突

2.4.2

跃, 表明制剂在 27 ℃左右开始发生相转变形成凝胶。

体外释放度考察
采 用 透 析 膜 法 , 对 比 了 LCS 和 LCTISG 的 体 外

释放情况, 药物释放曲线见图 5。LCS 和 LCTISG 在
600 min 时 的 累 积 释 放 度 分 别 为 (76.83 ± 3.04) % 和
(82.96 ± 1.80) % , 二 者 结 果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P>0.05)。
LCS 和 LCTISG 在前 240 min 内的单位面积释放速率
分别为 (12.63 ± 0.29) 和 (11.40 ± 0.14) μg · (min · cm2) -1,
LCS 的释放速率显著高于 LCTISG (P<0.05)。随着体
外释放时间的延长, 接收池和样品池中药物浓度差逐
渐减小, 最终将处于平衡状态。多次体外释放实验发
Figure 3

The viscosity-temperature variation curve of levocarni‐

现, 二者制剂的平衡累积释放度均为 80% 左右, 是否
由于释放装置或透析膜对药物产生了一定的吸附, 从

tin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LCTISG)

而造成了药物未达到 100% 释放, 还有待进一步的探
2.4

体外释放实验

讨。在目前的情况下, 对二者 360 min 内的体外释放

左卡尼汀含量测定方法

2.4.1
2.4.1.1

专属性

数据进行了模型拟合, 各方程拟合结果见表 4。由拟

LC 保留时间约为 4.5 min, 结果见图

合结果可知, LCTISG 释放曲线更符合 Ritger-Peppas 方

4。阴性样品中无 LC 色谱峰出现, 表明 LCTISG 中其

程, 在此方程中, 当 0.45<K<0.89 时, 药物释放方式为

他成分及释放介质对 LC 含量测定无干扰。

非 Fick 扩散, 即扩散和骨架溶蚀相结合。LCTISG 拟

2.4.1.2

稳定性

LC 峰面积的 RSD 值为 0.70%, 表明

LC 在释放介质中 10 h 内的稳定性良好。
2.4.1.3

精密度

LC 峰面积的 RSD 值为 0.34%, 表明

仪器精密度良好。
2.4.1.4

线性范围

合参数表明, 凝胶剂中 LC 的释放受扩散和骨架溶蚀控
制, 可维持药物持续、
稳定的释放。
2.5

眼表滞留性实验
LC 因无荧光特性, 不能利用荧光成像, 而荧光素

回归方程为: y = 0.002 5x + 0.000 2

钠为眼底造影剂, 常用于眼部检查及诊断等, 且与 LC

(R2 = 0.999 9), 表明 LC 在 10.16～406.40 μg · mL-1 内与

同为小分子水溶性化合物, 故本文选用荧光素钠观察

峰面积的线性关系良好。

温敏凝胶系统对药物在眼表滞留时间的影响[27], 结果

Table 4

Mathematical model equation fitting of LCS and LCTISG

Equation
Zero order equation
First order equation
Higuchi equation
Ritger-Peppas equation

LCTISG
F = 0.201 5t + 12.81 (R2 = 0.954 8)
ln(100-F) = -0.004 1t + 4.548 9 (R2 = 0.996 1)
F = 4.603 7t1/2 - 8.326 1 (R2 = 0.992 5)
lnF = 0.638 2lnt + 0.650 2 (R2 = 0.997 4)

LCS
F = 0.179 8t + 27.146 (R2 = 0.762 4)
ln(100-F) = -0.004t + 4.314 (R2 = 0.874 1)
F = 4.606t1/2 - 5.291 6 (R2 = 0.911 3)
lnF = 0.549 7lnt + 1.362 8 (R2 = 0.94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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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给药的优势; 另一方面又能克服滴眼液需频繁给药
的弊端, 有助于延长药物在眼表的停留时间, 提高药物
生物利用度。但 LCTISG 中凝胶基质可能引起眼部刺
激性等问题, 且体外实验不能准确反映药物在体情况,
因此关于该制剂的眼部刺激性、药效学及药代动力学
等实验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期能全面评价该递药系统
的性能, 为 LC 新型眼用制剂的新药研究奠定基础, 为
其他 DED 治疗药物的发现和剂型设计提供一定的参
Figure 5

In vitro release of levocarnitine solution (LCS) and

LCTISG at 34 ℃ (n = 3, xˉ ± s)

考和借鉴。

References
见图 6。为避免多余药液溢出家兔眼眶给实验结果带
来干扰, 在不影响观察的前提下, 给药量宜接近泪液容

[1]

human conjunctival epithelial cells hypertonic-induced shrinkage

量, 故确定为 20 μL。家兔给予荧光素钠溶液剂 20 μL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TRPV1 channels [J]. Cell Physiol

后, 1 min 时结膜囊内可见荧光呈环形围绕; 3 min 后荧
光明显减弱, 表明大量溶液被稀释并排除; 5 min 后荧

Khajavi N, Reinach PS, Skrzypski M, et al. L-Carnitine reduces in

Biochem, 2014, 34: 790-803.
[2]

Hua X, Su ZT, Deng RZ, et al. Effects of L-carnitine, erythritol

光彻底消失。而荧光素钠温敏原位凝胶滴入兔眼后,

and betaine on pro-inflammatory markers in primary human

立即在眼表发生相转变形成凝胶, 由于眨眼反射及泪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exposed to hyperosmotic stress [J]. Curr
Eye Res, 2015, 40: 657-667.

液稀释, 温敏凝胶大部分被带入结膜囊内, 在眼部的滞
留时间可达 25 min 左右。因 HA-Na 可亲和吸附大量

[3]

Huo J. A Primary Study of L-Carnitine Protective Effect on
Ocular Surface of Mouse Dry Eye Model Induced by Hyperos‐

水分, 家兔分泌的大部分泪液可被 HA-Na 吸附并暂时

molar Saline (左卡尼汀对高渗盐水诱导的小鼠干眼模型眼表

停留在眼表, 可见荧光体积变大, 荧光明显。

保护作用的初步研究) [D]. Chongqing: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12.
[4]

Jones L, Downie LE, Korb D, et al. TFOS DEWS II manage‐
ment and therapy report [J]. Ocul Surf, 2017, 15: 575-628.

[5]

Figure 6

for pediatric dry eye disease according to region and age: a case

Ocular surface retention of fluorescein sodium solution

control study [J]. BMC Ophthalmol, 2016, 16: 188.

and fluorescein sodium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were captured
under slit lamp microscope (×1) at different time point. A: Sodium

Moon JH, Kim KW, Moon NJ. Smartphone use is a risk factor

[6]

Baudouin C, Aragona P, Messmer EM, et al. Role of hyperosmo‐
larity in the pathogenesis and management of dry eye disease:

fluorescein solution; B: Sodium fluorescein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proceedings of the OCEAN Group Meeting [J]. Ocul Surf, 2013,

gel

11: 246-258.

讨论

[7]

在 DED 的初发阶段, 高渗是其最典型的病因和病
症, LC 作为国际泪膜与眼表协会 DED 诊疗指南中用

Zhang Z, Li YH, Ding YL, et al. New progress in the patho‐
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dry eyes [J]. Chin J Ophthalmol Med
(中华眼科医学杂志), 2014, 4: 44-46.

[8]

Pucker AD, Ng SM, Nichols JJ. Over the counter (OTC)

于 DED 高渗保护的第一推荐用药, 其对于高渗状态下

artificial tear drops for dry eye syndrome [J]. Cochrane Database

角膜上皮细胞的保护作用已得到充分验证。本文选择

Syst Rev, 2016, 2: CD009729 .

了 LC 作为早期 DED 的治疗用药, 通过星点设计-效应
面法优选了 LCTISG 的处方, 并制备得到了具有良好

[9]

Bron AJ, de Paiva CS, Chauhan SK, et al. TFOS DEWS II patho‐
physiology report [J]. Ocul Surf, 2017, 15: 438-510.

眼表滞留性的 LC 眼用递药系统。该系统具有适宜的

[10] Steinfeld A, Lux A, Maier S, et al. Bioavailability of fluorescein

pH 值和黏度; 在 25 ℃以下温度呈液体状态, 有利于其

from a new drug delivery system in human eyes [J]. Br J Oph‐

制备、储存及定量滴眼给药; 滴眼给药后, 在家兔眼部

thalmol, 2004, 88: 48-53.
[11] Ao H, Bai JQ, Zhang YT,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in in-situ gel

迅速凝胶化, 覆盖于眼表区域, 有利于药物在眼表停留

used in Chinese medicine targeting preparations [J]. China

和进一步吸收。

Pharm (中国药师), 2017, 20: 1283-1286.

温敏原位凝胶递药系统一方面可充分发挥直接眼

[12] Bie HY, Wang HL, Wang YT. Optimization of azelastine hydro‐

· 1122 ·

药学学报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2019, 54(6): 1115 −1122

chlorid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eye drops by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J]. Chin J New Drugs (中
国新药杂志), 2016, 25: 954-960.
[13] Li LJ, Guo DD, Guo JG, et al. Thermosensitive in-situ forming
gels for ophthalmic delivery of tea polyphenols [J]. J Drug Deliv
Sci Technol, 2018, 46: 243-250.

dextrin on in vitro corneal penetration of curcumin [J]. Chin
Tradit Herb Drugs (中草药), 2015, 46: 201-206.
[20] Liang N. Study of diclofenac temperature sensitive hydrogel
with bioadhesive eye [J]. Chin J Med Guide ( 中 国 医 药 导 刊),
2015, 17: 177-179.
[21] Hao JF, Zhao XM, Wang JZ, et al. Optimization of thermosen‐

[14] Song LN, Li HR, Wang HY, et al.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sitive in situ gel system containing berberine hydrochloride for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for ophthalmic formulation containing

ocular use [J]. Chin Tradit Herb Drugs (中草药), 2010, 41: 550-

pearl hydrolyzate [J]. Acta Pharm Sin ( 药 学 学 报), 2016, 51:
1622-1628.
[15] Yang HY, Xia JL, Lin SQ. Preparation of ophthalmic thermosen‐
sitive in situ gel of moxifloxacin hydrochloride and its release
behavior in vitro [J]. Chin Pharm J (中 国 药 学 杂 志), 2014, 49:
1827-1831.
[16] Chang XH, Yan XX, He X, et al. Preparation of ophthalmic ther‐

555.
[22] Hu J, Chen DW, Quan DQ.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poloxamer
407 aqueous solutions [J]. Acta Pharm Sin ( 药 学 学 报), 2011,
46: 227-231.
[23] Xu JY, Yang HJ, Xiong X, et al. Research progression of several
common temperature-sensitive in situ gel carriers [J]. Chin J Exp
Tradit Med Formul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1, 17: 252-257.

mosensitive in situ gel of azithromycin and the in vitro release

[24] Yuan Y, Cui Y, Zhang L, et al. Thermosensitive and mucoad‐

mechanism [J]. Chin J New Drugs ( 中 国 新 药 杂 志), 2011, 20:

hesive in situ gel based on poloxamer as new carrier for rectal

1577-1582.

administration of nimesulide [J]. Int J Pharm, 2012, 430: 114-119.

[17] Zhang M, Li YY. Optimization of the 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25] Chen JS, Wang JX, Yi Y, et al.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hyal‐

system containing ligustrazine hydrochloride for ocular use by

uronic acid [J]. China Biotechnol ( 中 国 生 物 工 程 杂 志), 2015,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J].
Shandong Chem Ind (山东化工), 2014, 43: 15-18.
[18] Zhag JJ, Wang B. Preparation of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containing ganciclovir chitosan nanoparticle for ophthalmic use
and study on its release in vitro [J]. Prog Pharm Sci (药学进展),
2013, 37: 522-527.
[19] Zhao W, Liu R, Sun L, et al. Effects of three kinds of cyclo‐

35: 111-118.
[26] She YJ, Li JY, Xiao B, et al. Evaluation of a novel artificial tear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ry eye in an animal model
[J]. J Ocul Pharmacol Ther, 2015, 31: 525-530.
[27] Tian PC, Wang J. Preparation and ocular retention of aciclovir
chitosan eye-drops [J]. J Guangdong Pharm Univ (广 东 药 学 学
报), 2013, 29: 225-228.

